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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32: HUMAN SUFFERING
- BIBLICAL PERSPECTIVES

人类的苦难-圣经上的看法
作者

皮特·莫尔
By Pete Moore

任何理智的人都不喜欢痛苦。它限制了我们的能力，往往伴随着身体的疼痛或情绪的困
扰。 “圣经”给出了各种关于苦难的丰富的原因和反应，它也宣称，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很多
关于某些特别的人为什么要承受苦难的答案。

一个女人趟在医院的病
床上。癌症在她的乳房开始
扩散。她的脊椎和骨头充斥
着疾病，她需要高剂量的止
痛药物来麻痹自己的感官。
她 3 岁的女儿静静地矗立，
轻妈为什么在几个星期内，
变得如此的不同。
在另一个场景中，一个
士兵扣动了扳机，枪从一个
年轻的孩子的头中穿过，而
他的父母在绝望地看着。
人类苦难的存在。对于
不信神的人来讲，苦难仅仅
是这个残酷的世界的标志之
一。对信仰多神的人来讲，
这就表明有些神是好的而有
些神是坏的- 如果你碰上邪
恶的神，那你就有麻烦了。
但对于基督徒来讲，苦
难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一个全能且慈爱的神允许苦
难的存在？为他以这样一种
方式创造宇宙，使得痛苦成
为可能， 为什么当苦难失控
时，他也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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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圣经中，很多人遇
到不同形式的痛苦，痛苦的
来源各有不同，不同的人做
出不同的回应。看着他们中
的一些人，我们可以洞悉上
帝对苦难的态度，同时承认
上帝会始终保持神秘，我们
永远不会完全知道他的想
法。

轻地抱着妈妈的手 困惑妈
上帝，苦难和魔鬼
所有基督徒对人类苦难
的理解都来自犹太教-基督教
中创世的教义。创世记开
篇，神看着自己的创作，多
次说他的创作是“好的”，
甚至是“非常好”。[1]许多
基督徒认为，这表明上帝最
初创造的世界没有痛苦。许
多人认为，人类的痛苦始于
伊甸园。[2]也有人说，上帝
的创造是好的，并不是因为
它没有痛苦，痛苦的存在是

有一定目的的。这一目的是
创造出敬拜他的人。
基督徒对苦难进入世界
的确切时间和过程是有争议
的，这些争议与对地球的年
龄和演化的不同观点相联
系。大家都同意，“圣经”
描述了苦难如何在人决定违
背和忽视神时增多。事实
上，人们越偏离与神恰当的
关系，整个系统更可能发生
功能障碍，而这个功能障碍
带来的痛苦越多。[3]人类的
苦难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并
不难理解，但对于个人情
形，苦难似乎难以理解。

圣经的例子
在“圣经”中，痛苦有
很多非常不同的原因。同
样，人们对苦难的反应也各
有不同。

单干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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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很多的痛苦是来自人类渴望
“单打独斗”和忽视上帝的
后果。在箴言中老师讲通奸
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人能做到将火舀到他的大
腿上，而衣服没有被烧毁
么？人可以走在热煤上，而
脚不被烧焦么？”[4]这个事
实的原因和影响可以从滥交
与性疾病、不孕不育之间的
联系看出。也可以从家庭第
三者出现导致的家庭破碎造
成的痛苦中看出。
这种“单干”的能力也
可以从基督教对神给予人的
“自由意志”的理解上看
出。神创造了人类，上帝给
了我们选择的能力，他不是
将我们设置成预先确定好的
机器人。如果在我们有自由
意志的时候而选择去跟从和
敬拜他，这种敬拜就是真实
的。然而自由意志给我们不
跟从或敬拜神留下了可能。
–而这种途径将迅速导致某
种形式的痛苦。
我们常常使用自由意志
去追求自我的目标。因为不
共享经济财富，有些人会饿
死。因为害怕别人，所以攻
击他们。我们将钱花在武器
上，而不是教育、农业或医
药。我们将城市建立在会涨
洪水的平原和跨界地震断层
的土地上，因为潜在的短期
经济利益，或由于矛盾冲突
将人们从安全之地驱赶出
去。事实上，许多基督徒
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痛苦的
根源在于错误和自私的决
定，而这些源自我们对神的
忽视。

苦难是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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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提到它不合时宜，
圣经中常常看到，苦难是管
教的一部分。例如，耶利米
书中，当人们都转向其它人
造的神并采取过着违背他的
命令的生活时，神变得不高
兴。他的回应是严厉的。
“耶和华说，我必收回丰
收。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
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树
叶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
的，都要从他们手中收
回。”[5]
然而，管教的目的，不
仅仅是报复性的惩罚。当上
帝惩罚人类时，他这样做就
像工匠使用高炉去提炼金
属。 “看哪，我要将他们熔
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
的罪怎样行呢？”[6]在我们
看来，这就像是一个慈爱的
父亲，想看到自己的孩子成
熟。当上帝让先知拿单告诉
大卫，他已被选定成为国王
和伟大的领导者，上帝说，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
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
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
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
他”。[7]
新约圣经显示了痛苦如
何给个人带来明显的成熟。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生身
的父都是暂随已意管教我
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
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
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8]
笔者指出，施行管教很少是
轻松的；“凡管教的事，当
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
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义。”[9]
此外，苦难是保护生命
的预警系统。著名的 CS 刘
易斯称疼痛为神的扩音器，
吸引他的注意力，使他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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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混沌生活[10]。医学
上来说，失去痛感是一种严
重的残疾。这种感觉的丧失
就是麻风病人许多的退行性
疾病的原因之一。

彰显神的荣耀
圣经也给出了苦难在世
上的另一个积极方面。有些
时候，苦难可以彰显上帝的
力量和威严，但在这些情况
下神荣耀的彰显不是通过苦
难本身，而是通过上帝亲自
解除苦难。
一个例子，约翰记载耶
稣和天生瞎眼的人的相遇。
使徒们马上寻找一些合理的
原因解释这种痛苦。 “拉
比，”他们问，“他生来是
瞎眼的，是谁犯了罪？这个
人呢？还是他父母？“然
而，耶稣提出了不同的看
法，他说，不是这人犯了
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来。[11]
耶稣接着解释说，他来
是要给世界带来光明，他治
好了这个男子。这个转变是
如此极端以致很多人根本没
认出他来，这人成为一个活
生生的能行走的人，见证那
带来圣灵之光的人可以改变
他们的生活。
同样，保罗在哥林多后
书中，称基督徒遭受的迫害
和苦难就是为要彰显耶稣。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
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
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
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
生也鲜明在我们身上。因为
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
稣被教于死地，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鲜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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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2]
后来在同一封信中保罗
指出，就在人弱小，不能为
自己做事的时候，他们依赖
于一个强大的神更为明显；
但是，他对我说，“我的恩
典够你用，因我的能力是在
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
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
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
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
软弱、凌辱、急难、逼迫、
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
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
强了。”[13]
旧约中的人物为显明上
帝的力量，也经历了极困苦
的经历。但以理书中三个人
为坚守神的命令都被扔进一
个火炉中。当他们活了下
来，尼布甲尼撒王最后改变
了土地法，因此他们都敬畏
神。

魔鬼的行动
“圣经”认为罪恶和魔
鬼真实存在并可以扰乱人们
的生活。保罗写信给在土耳
其以弗所的基督徒，说，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
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
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
界的，以及天上属灵气的恶
魔争战”。[14]
当然，耶稣遇到并治好
了一些人，耶稣说他们身上
的疾病是因为一个或多个污
鬼附身。一次，鬼附身的人
裸体生活在古墓中，耶稣吩
咐一“群”污鬼从他身上出
来，治好了这个人。[15]然
而，新约清楚地表明，辨明
某人是否附鬼并驱鬼，并不
简单。一次，一个男子带着
他的儿子找到耶稣的门徒，
请求他们驱鬼。耶稣驱走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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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并告诉门徒说“非用祷
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
来。”[16]暗示门徒一直是
靠自己的力量驱鬼。

学会怜悯
虽然没有理由相信苦难
应该受到欢迎，圣经却指出
苦难可以带来成长。旧约经
常显明神的子民如何同情和
关爱社会上困苦和受害的人大多数是经历身体上的苦痛
[17]。
此外，在新约中耶稣
说，我们服侍那些有需要的
人就是服侍神。不是痛苦本
身有益处，而是那服侍行为
中显明的爱。
耶稣在一个比喻，一个
国王将人分为两组，一组称
作绵羊，另一组称山羊。绵
羊过正义的生活，我们被告
知过正义的生活的标志是，
他们喂养社会上有不同需要
的人，和那些被社会驱逐的
人。[18]耶稣说，他们努力
减轻各种苦痛，不仅是在服
侍人，也是在服侍神。
也有无数的例子，当人
们聚集到一起共度疾患或者
灾难时，他们能感受到新的
力量和目标。因此，痛苦和
关爱有难的人，将基督教社
区的人连结到一起。正如詹
姆斯（可能是耶稣的哥哥）
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
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
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世
俗”。[19]

上帝的怜悯
对苦难产生疑问的核心是神
的本质。基督徒认为，解决
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看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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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他是人也是神，耶稣
说，“如果你想看父，就看
我吧”。[20]
耶稣出生在贫寒的家
境，童年过的是难民生活，
当他受难时家人都悲痛不
已，最终耶稣被当时最严酷
的刑罚处死。贯穿整本圣经
的主题是上帝对被驱逐被边
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关爱- 总
之，他最关心那些为他承担
的苦难最多的人。
耶稣准备为世人承担苦
难和身体上的攻击，而他随
时又准备解除人的苦难。当
一个麻风病人跪在他面前，
耶稣不顾禁忌，伸手触及患
病的男子说：“我肯，你洁
净了吧！”马太福音中记载
那人的大麻风就立即洁净
了。[21]
四部福音书记载耶稣减
轻人的痛苦，治愈人的身体
达三十多次。虽然可以称，
耶稣这样做是为了展示新国
度的力量，但很明显，当耶
稣在来的时候，带来的是
“新天新地”，那是个没有
痛苦的地方。[22 ]
耶稣钉死并且复活后，
使徒继续为那些有疾病的人
从神而来的医治。在圣殿
里，彼得和约翰奉耶稣基督
的名治好了瘸腿的人，[23]
而在路司得，保罗奉耶稣的
名医治一名男子天生无法走
路的男子。[24]
除了解除病痛，耶稣也
解除其他形式的苦难。有几
次，众人在旷野围着听耶稣
讲道，耶稣意识到人们饿
了。不是打发他们走，耶稣
怜悯众人并为他们提供食
物，使他们免受饥饿。[25]
成为像耶稣的基督徒，
就是能怜悯我们遇到的人；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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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父神。我们在一切的患
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
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
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
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
多得安慰。”[26]

客西马尼的例子
不回顾基督个人遭受的
苦难，基督徒的苦难就是不
完整的。在以马忤斯的道路
上，耶稣向几个困惑的旅客
解释几天前发生的事情，耶
稣说，“基督这样受害，又
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
的吗？”[27]隐含之意是，
苦难是上帝计划中的一部分也是恢复神与人的关系的关
键。
然而值得注意的，即使
是耶稣也觉得苦难是很难度
过的。客西马尼的那个他被
逮捕的晚上，他祷告了三
次，每次都请求上帝不要 经
历即将临到他身上的苦难。
然而，每一次他都结论说不
要从他的意愿，而是要完成
神的计划- 如果包括耶稣的
苦难在计划当中，那么他会
做好准备通过苦难。[28]耶
稣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
耀天父。

对待意外
调查苦难的各种原因和
反应本身很有趣，但如果苦
难发生在我身上- 我的痛苦
是为什么呢？是神的管教，
魔鬼的破坏还是违背神命令
的后果？2004 年拳击日海啸
杀死一些人，使很多人成为
孤儿，很多人致残，却留下
许多人毫发无损呢？这又是
为什么呢？
耶稣被问及类似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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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一些人找到他问及一
些人在加利利行罪恶的事，
一些人在建造的时候受害。
他的回答是“你们以为这些
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
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
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
改，都要如此灭亡！。”[29]
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人们可
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痛苦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发生。
然而，他提醒世人都是要面
临死亡的，我们终究要为我
们在世上的行为接受审判。
圣经的答案往往不是我
们能知道的- 这是一个谜。
约伯记中记载了从一个天使
的眼光看待上帝和魔鬼之间
争战，并为约伯的苦难给出
了原因。但是，约伯在不知
晓这些的情形下通过了苦
难。他为荣耀神而活，但过
程中他无法为他所受的苦难
给出合理的解释。
诗篇表明当人们抱怨患
难并表达我们的愤怒时（如
诗篇 77 篇），上帝似乎并
不被冒犯，我们可以对我们
所遭受的苦难表达愤怒。我
们不必做出虚伪的虔诚。但
是，我们应该希望我们最终
会看到神是如何在我们这样
的境况下做工的。[30]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
识到个人的渺小和神的大
能。神的话在以赛亚书中有
诗意的表达：“‘我的一年
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耶和华
这样说，‘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
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
意念。’”[31]
基督徒的部分盼望也是
在将来有这样一个时刻，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
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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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
前的事都过去了”。[ 32]如
今，整个世界都在“呻
吟”，但那一天快到的时候
“受造之物要脱离败坏的辖
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
耀。”[33]耶稣“从死里复
活是这个新创造的开始。
‘新的创造’也是如此，[34]
我们也将有新的复活的身
体，不用受苦也不会毁坏，
[35]整个受造之物将重新恢
复与神完全和谐的关系。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
神谁经历苦难给世人带来更
大的好消息- 受造之物最终
恢复昔日的荣耀。也许我们
可以替神想很多聪明的办
法，让他不这样安排。但似
乎上帝是不怕苦难，他并不
总是解除苦难，在整个历史
中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我们这些后启蒙的头脑
可能不满足，但痛苦的答案
始终是一个谜，但是，当我
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
能更好地了解苦难了- “我
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
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
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
主知道我一样”。[36]

参考书目
1．创世纪 1：31
2．创世纪 3：1-24
3．创世纪 3：16-19
4．箴言 6：27-28
5．耶利米书 8：13
6．耶利米书 9：7b
7．撒母耳记下7：1415a
8．希伯来书 12：10
9．希伯来书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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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路易斯·CS．苦难
的问题．第六章，1940
年出版
11．约翰福音 9：1-5
12．哥林多后书 4：8-11
13．哥林多后书 12：910
14．以弗所书 6：12
15．路加福音 8：26-35
16．马可福音 9：29
17．以赛亚书 58：6-10
18．马太福音 25：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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